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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进山

下海教师演绎商界传奇
———记天地龙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总裁蒋加平

市场经济的巨浪，淘洗了无数
英雄，也上演了一幕幕商界精英的
传奇神话。在江苏广袤而又沸腾的
热土上，一个名叫宜兴的美丽小城，
一位既像商人更像学者教授的中年
汉子，用短短 20 年的时光，演绎了
一段从中学教师到著名实业家、从
500元到 100多亿元、从小作坊变身
多元化、规模化、现代化、国际化的
大型产业集团的商界传奇。他，就是
江苏天地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局主席、总裁蒋加平。

破茧而出，缔造业界神话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
春风吹到了江南小城宜兴。大江南
北千百万个有志青年产生了创业的
冲动与向往。已经在中学做了 7年
教师，年仅 27岁的蒋加平也热血沸
腾了，他再也不安于办公室那一成
不变的生活，仿佛看到了人生的契
机。他决定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虽
不可预见但却充满无限想象、无限
希望的人生。一个沉积已久的想法
破茧而出：辞职下海创业。

于是，他不顾家人和亲友的反
对，在新婚妻子的支持下，用卖掉结
婚戒指得来的 500元钱和借来的两
台旧印刷机，同几位好友在几间破
木屋内办起了印刷厂，开始自己全
新的创业生涯。

在创业伊始，由于技术薄弱、资
金短缺、经验不足、管理不到位等各
方面因素，蒋加平很快就亏损了 30
多万元。这对于他来说简直是一笔
天文数字的债务，而且也直接吓跑
了合作伙伴。

但是，蒋加平并没有丝毫放弃
的念头。他把这一切只是当做创业
之路上的必修课，既然交了学费选
择入学，就不能抱怨课程太难，而应
该端正态度，踏踏实实地认真学习，
从课程中吸取养分，在实践中总结
教训。

功夫不负有心人，蒋加平的事
业终于迎来了柳暗花明的时刻。他

联合高校开发的“蒋氏激光防伪技
术”一炮打响，赢得了国内大型名酒
生产厂商的青睐，皖酒、鄂酒、川酒、
苏酒等众多大型白酒集团都成了他
的合作伙伴，全国性大市场就此呈
现在蒋加平的眼前。

1998年，他盘活一家乡镇企业，
投资创办了当时占地 28 亩的宜兴
市天地龙彩印有限公司。

2001年，他在成都投资创办了
融纸包装和铁罐包装于一体的成都
天地龙实业有限公司，并迅速占领
了四川名酒包装市场。同年，蒋加平
针对很多酒类生产企业采用马口铁
包装的发展趋势，创办天地龙制罐
有限公司，日产各类防伪酒罐 6万
只，一举成为国内最大的制罐模具
中心，从而形成了专业从事包装原
辅材料、酒类副食品、陶瓷酒瓶生产
与贸易一体化的江苏天地龙实业有
限公司。

2003年，宜兴及其周边地区电
缆行业风起云涌，其配套的原材料
加工有良好的地域优势和市场环
境。蒋加平审时度势，看准国家大规
模城乡一体化电网改造契机，一举
投资 8000万元，引进了当时国内罕
见的进口连铸连轧铜杆生产线，在
家乡创建了年产 12万吨高纯度低
氧铜杆的天地龙异型线材厂。这一
项目填补了当时国内空白，年产值
达 18亿元人民币。
此后，为了整合铜产业资源，蒋

加平又先后在湖南、江西、山东建立
起自己的铜业循环经济工业园或生
产加工基地，有效降低了采购成本，
更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同时，他在香港成立了国际资
源矿物有限公司，引进国际顶级专
家，以全球性的眼光寻找原材料市
场和销售市场，打造了富有特色的
“天地龙盈利模式”。正是这种“买全
球、卖全球”的营销模式，推动了天
地龙的铜产业飞速发展。如今，天地
龙集团生产的高品质铜杆正源源不
断地销往全国各地，甚至销到马来
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

2011年，天地龙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正式集结完毕，宣告了一家以

铜产业为主导，拥有 10 多家子公
司，集电线电缆、彩印、制罐、酒业、
贸易、地产、投资、奥特莱斯、生物医
药、太阳能光电于一体的年产值逾
百亿元的多元化集团型企业的诞
生。

尚德守正，铸造企业灵魂

纵观天地龙集团的发展历程，
蒋加平始终在积累并创新，既脚踏
实地，又与时俱进。他从单一的投资
走向多元化投资，再从多元化投资
转向归核化投资，每一步都是充满
智慧的“惊险一跃”，但每一步他都
能避过急流险滩，踏上成功的彼岸。

1992 年到 2012 年的 20 年间，
在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是短短的一
瞬。然而，这对于不甘平庸、勇于进
取的人来说，却足以创造一段成就
自我、造福后人和泽恩苍生的辉煌
历史。

谈起自己的成功之道，蒋加平
言简意赅，只说了 12 个字：“厚德
载物，守正出奇，宁静致远”。这 12
个字既是天地龙集团的灵魂，也是
蒋加平创业 20年来成功的秘诀，同
时还是天地龙集团企业文化的纲要
和精髓，被蒋加平刻在了集团公司
总部门前广场重达 20 几吨的巨型
磐石上。
《易经》曰：“地势坤，君子以厚

德载物”，意思是大地的气势厚实和
顺，君子应增厚美德，容载万物。说
到美德，蒋加平可称得上是企业家
里的楷模。在商海奋战，他尤其看重
“人和”。也正是靠着一个“和”字，他
才能在激烈和残酷的商海中左右逢
源，脱颖而出。蒋加平认为，“无商不
奸”这个说法已过时，“奸商”是属于
最低层次的竞争。在现代的商业社
会中，谋求双赢乃至多赢，创造和谐
的竞争环境才是最终制胜的关键。
从下海之初到现在，他一直在实践
着这个“和”字。他说，同行业互相补
台必会好戏连台，同行业互相拆台
必定两败俱伤而垮台。

在对待同行时蒋加平的“德”体
现在以和为贵，他注重创造友好的

竞争环境，构筑有利于天地龙集团
发展的良性社会关系；在对待公司
同仁时，蒋加平的“德”则体现在以
人为本，从而让天地龙集团形成了
一股具有强大凝聚力与向心力的企
业文化。

完善自我，肩负企业家责任

拥有巨额财富，蒋加平反而平
静了。他说，创业之初考虑较多的是
为了赚钱，为了更好地生活，但现在
钱对于他个人而言，只是一个平静
的数字，多出的反而是一种责任，因
为手里掌握着那么多人的生计。为
此，蒋加平每天都花 1/3 的时间在
学习上，在他眼里，学习也是一种乐
趣，是调节生活压力的好方式，更重
要的是他觉得学习让自己了解到多
方面的资讯，在做决策时能给出正
确的判断。他感慨道，企业做大了，
就不是个人的，而是社会的一个细
胞，决策者必须有更高的境界，如果
不通过学习提高自己，就不能带动

企业往前走。
不断学习也确实给蒋加平带来

了诸多益处。已获得南京大学商学
院 EMBA硕士学位的他，把国外的
一些管理理念带进了自己的企业，
再结合中国的传统文化，摸索出了
独特的企业文化。他说，一个企业，
人是第一位的，人是 员，其他的东西
都是 园，没有 员，后面全都是 园。所以，
他善待集团员工，每年都要拿出巨
资培训提升员工。同时，在管理方面
他给集团高层足够的信任，一年数
十亿元的签单，蒋加平全部放手，让
公司职业经理人按章签单调度。这
种方式他称之为化繁为简，他说，西
方人讲究规范、科学，中国人讲究人
情，二者结合就是科学加艺术，在中
国做管理既要有科学规范的精神，
也要有讲究艺术的驾驭能力，要用
艺术来调整，才能取得很好的效
果。

化繁为简，其实也是蒋加平善
待自己的一种表现。他说，做企业压
力太大，如果事必躬亲太累，这种管

理模式为自己节省了很多时间，可
以去干点其他感兴趣的事。至于将
来，不太赞成家族制的蒋加平，打算
在 10年内培养出企业自我发展、自
我调整的能力，然后离开。

在蒋加平看来，一个企业发展
得再大，如果不能很好地承担起社
会责任，它仍然摆脱不了一个“小”
字。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他总在
积极身体力行投身慈善事业，并在
许多场合为慈善事业奔与呼。自创
业以来，蒋加平一直积极承担社会
责任，投身社会公益事业，用真情回
报社会。到目前为止，已经累计认捐
3000多万元善款，并资助十数名贫
困学生完成学业。

如今的蒋加平，早已成了万人
瞩目的明星级人物。随着事业的不
断发展，一个个光环和荣誉也落到
他的头上。高级经济师、大学兼职教
授、中科院企业导师、江苏省首批产
业教授，省市人大代表、“江苏省十
大杰出青年”、江苏省工商联商会副
会长、江苏省中小企业委员会主任、
江苏省光彩事业促进会副会长、江
苏省侨商总会副会长、“十大风云苏
商”、“改革开放 30年苏商骄傲最受
尊敬企业家”、“苏商投资中国杰出
贡献企业家”、“影响中国经济 60位
江苏企业家”、“中国改革十大最具
影响力新锐人物”、“中国民营企业
十大新闻人物”、“中国优秀民营企
业家”、“中国十大管理英才”、“全国
农村青年创业致富带头人”、“民进
全国抗震救灾优秀会员”、“2012香
港紫荆花杯杰出企业家”等等。

面对诸多荣誉，他平静而淡然。
蒋加平告诉记者，天地龙集团的今
天离不开天地龙员工的辛勤付出，
也离不开社会各界领导和朋友的关
心与肯定。但是，他更多感受到的是
责任、是使命感。他表示将带领天地
龙集团全体同仁永远怀着一颗感恩
的心，奋发前行、锐意创新，不断地
超越自我，依着和谐社会节拍设定
自己的行为指标；超越当前，以可持
续发展战略规范当前行为；超越商
业，在精神财富中积极践行社会责
任。

江苏省徐州市贾汪作为江苏一
个重要的煤炭生产基地，在给国家创
造大量财富的同时，也给本区域留下
了满目疮痍：由于煤炭资源长期高强
度大面积开采，造成了土地资源的大
量破坏，使矿区人均耕地剧减，地矿
矛盾加剧。根据最新调查数据显示，
贾汪区受采煤塌陷影响的各类土地
面积高达 13.23万亩，主要分布在大
吴、青山泉、紫庄和贾汪四个镇，塌陷
区人均耕地已由 1951年的 2.98亩，
下降到目前的 0.46亩，历年来已办
理了 57 个村民小组，共 10258 户，
35905人“农转非”。土地的大量破坏
和生态环境的恶化，严重制约了贾汪
区的工农业生产，影响了地区社会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其发展存在的问题
和矛盾比同类县区更多、更复杂。

贾汪区历届区委、区政府都高度
重视采煤塌陷地复垦治理工作，迄今
为止，共实施采煤塌陷地复垦项目
82个，治理总面积 6.92万亩，实际新
增耕地 5万余亩，累计投入复垦资金
5 亿元，治理后的塌陷地实现了“田
成方，林成网，路相通、沟相连”的高
效农业示范区，很大程度提高了人均
耕地面积，缓解了人地关系紧张状
况，给地方政府的发展提供了空间。

但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日益
提高，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各行各业
对土地应用迫切需要，如何响应区委、
区政府提出的“将贾汪建设成徐州后
花园，城市副中心”这一目标，进一步
拓展用地空间，实现节约、集约利用土
地，造福人民群众，成为摆在贾汪区国
土资源局一班人面前迫在眉睫的事
情。而贾汪区特殊的区位和地理环境
决定，要想破解用地难题，只有在塌陷
土地上来做文章，可经过 10多年的复
垦治理，容易的已治理殆尽，剩下的近
5万亩大都是十分难啃的硬骨头———
塌陷程度大、治理难题多、单位投资
强。其中塌陷深度超过 2米的约 3万
亩，主要分布在大吴潘安及段庄一带，
由于塌陷严重，治理费用高昂，一直是
贾汪区难以消化的老大难问题。

2009年年初，时任江苏省委书
记的梁保华一行专程来贾汪区视察
采煤塌陷地，作出了振兴徐州老工业
基地的科学决策。随即出台的《关于
振兴徐州老工业基地的意见》文件，
给贾汪区综合利用采煤塌陷地带来
了希望。为抢抓机遇，借助振兴徐州

老工业基地的东风，贾汪区国土资源
局一班人快速反应，以转变思路谋发
展为己任，群策群力，积极探索创新
工作，充分挖掘采煤塌陷土地潜力，
掀起了采煤塌陷地综合利用新高潮。
将采煤塌陷土地这一“历史包袱”转
化成贾汪区经济发展“前进的动力”，
重新彰显出贾汪百年矿区魅力。

在贾汪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
下，贾汪区国土资源局积极响应，从
战略高度出发，对全区的采煤塌陷土
地进行了彻底摸底调查，先由专业测
绘队伍进行现场勘踏、测绘，掌握第
一手资料，然后聘请专家、教授以实
际摸底数据为基础，争取最大限度地
利用政策和资金的扶持为依托，认真
探讨，科学分析并积极与上级沟通对
接，最终形成了“复垦置换”、“增减挂
钩”和“综合整治”三位一体的采煤塌
陷土地综合利用最佳模式。

复垦置换
新增耕地面积万余亩

复垦置换是振兴徐州老工业基

地一个优惠政策：即通过对采煤塌陷
区范围内废弃的存量建设用地进行
复垦，用治理的新增耕地面积来等量
置换建设用地指标。2009年至 2010
年两年间，贾汪区借助省委、省政府
“振兴徐州老工业基地”东风，筹集资
金 0.67亿元，筹建了贾汪第一、二、
三批采煤塌陷地复垦置换项目 18
个，对大吴、紫庄、青山泉、贾汪镇四
个镇 20多个行政村的 1.2万亩塌陷
区内废弃的工矿建设用地进行了复
垦治理，通过精心组织、认真施工，新
增耕地面积 7000亩，其中工矿建设
用地复垦可置换的建设用地指标
6300亩；2011年 7月，贾汪国土资源
局积极主动对接，借助省委、省政府
振兴徐州老工业基地政策最后一年，
争取筹建了徐州市最后一批采煤塌
陷复垦置换项目，该项目从 2011年
7月初开始筹建，按照“要精心组织，
高标准实施，以短、平、快方式，高效
完成”指示精神，利用 3个月时间完
成了 3 个镇、9 个行政村 8 个地块
3900亩复垦任务，形成高标准农田
可置换建设用地指标 3700亩。

贾汪从 2009年至 2011年，三年
时间实施的四期 21个采煤塌陷地复
垦置换项目，实际新增耕地用于置换
建设用地指标 1万余亩，占徐州市复
垦置换面积的 1/3以上，置换的建设
用地指标不但满足了贾汪区经济发
展建设占用土地需求，还给徐州市区
及其他各县区提供建设用地指标近
0.4万亩，极大地缓减了徐州地区建
设用地指标紧缺的难题。

增减挂钩
获得建设用地近千亩

增减挂钩就是通过对农村建设
用地复垦（减少）增加的新增耕地与
城市建设占用的耕地进行挂钩，获得
新的用地空间。它是一项解决经济社
会发展用地计划指标和资金来源的
有效措施，运作空间大，实施见效快，
获得收益高，也是下一步拓展用地空
间的主要途径。贾汪区以增减挂钩政
策为契机，采煤塌陷村庄搬迁为依
托，制定出台了《贾汪区城乡建设用
地增减挂钩试点工作实施意见》等一

系列制度文件，并先后在大吴镇湖
里、紫庄阮庄等村进行了采煤塌陷搬
迁村庄增减挂钩的试点工作，随着湖
里翡翠园小区、两妥及潘安新村等一
批采煤塌陷搬迁村庄先后建成，在很
大程度上改善了塌陷区群众生产和
生活条件，弱化了矿区干群矛盾，缓
解了地方政府压力，为创建一个和
谐、稳定的新农村提供了保障。

而对搬迁后废弃的老村址筹建
的增减挂钩项目，通过拆除建筑物、
砍伐树木、填埋坑塘，增设沟、渠、路
等基础设施建设，将搬迁后废弃的老
村址变成高效良田，一方面增加了有
效耕地面积，促进了当地群众的增
产、增收和增效；另一方面通过增减
挂钩项目筹建和实施，新增耕地又可
获得 1：1的建设用地指标，仅 2007
年至今贾汪区通过增减挂钩项目实
施获得建设用地指标近千亩，是贾汪
区破解建设用地指标紧缺的又一途
径。

综合整治
打造生态修复先行区

综合整治是集土地整理、采煤塌
陷地复垦和矿区生态环境修复、整
治等综合一体的独立科目，贾汪申
报并获成功批复的潘安采煤塌陷区
综合整治项目，是江苏省及新中国
成立以来首次以“综合整治”作为独
立科目单独立项的唯一一个项目，
涉及总面积为 1.7414万亩（其中积
水面积达 3600余亩，平均塌陷深度
为 4米），预算资金 1.76亿元，2010
年开始实施，建设总工期 3年。截至
目前，一期土方和二期水利设施基
础配套已经顺利完成，正在紧锣密
鼓进行后期工程设施配套和景观绿
化提升工作，有望在年底实现“南
有云龙湖、北有潘安湖”旅游新格
局，将潘安湖打造成全国采煤塌陷
地生态修复先行区，建成中国最美
乡村湿地公园。

贾汪区以江苏省委、省政府振兴
徐州老工业基地政策为依托，从贾汪
的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集思广
益，内联外引，对采煤塌陷土地利用
模式进行创造性的操作，取得了显著
成绩：

一是加大资金投入，搞好基础配
套，增强塌陷区防洪抗涝能力，为人
民群众生活和生产条件的改善提供
了保障。通过对采煤地区一系列得力

措施的实施，增加了有效耕地面积，
提高了耕作条件，增强了抗御自然灾
害的能力，仅 2011年一年实际新增
的近 6000亩高标准农田，可产粮食
570万公斤，年产值达 1140万元，仅
此一项就使项目区人均年增收近百
元，解决了塌陷区数千名无耕地农民
的生活问题，缓解了就业矛盾，实现
了塌陷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促进
了社会稳定，极大地改善了百年老矿
区的生态环境和投资环境，取得了较
好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生态效益。

二是抓住机遇，拓展用地空间，
为贾汪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条
件：贾汪区作为百年老矿区，人地矛
盾日益突出，要解决贾汪“吃饭”和
“建设”的问题。缓解两者之间的矛
盾，就必须转变土地利用方式，走集
约利用内涵挖潜的路子，贾汪区借
助“振兴徐州老工业基地政策”的东
风，通过增减挂钩、复垦置换等多种
形式，获得很大的用地空间：每年上
级下达贾汪区的建设用地指标不足
300 亩，而通过增减挂钩和复垦置
换所换取的建设用地，在很大程度
上缓解了贾汪区甚至于徐州市建设
用地压力，为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
提供了保障。

三是积极创新采塌地治理模式，
努力打造一流工程，潘安综合整治项
目有三大创新点：在全国范围内首次
创立了采煤塌陷地复垦“综合整治”
新科目；项目单位投资量超过多种土
地开发复垦科目单位投资量总和，创
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之最；项目申报
首次引进了以当地政府做法人，专家
和设计公司为依托的“政府+公司”
的项目申报新模式 。该项目的立项
和实施将对采煤塌陷地复垦科目分
类、投资和《土地复垦条例》的修改有
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将对全国同类项
目具有指导和借鉴作用。

2011年底再传喜讯，贾汪区申
报第三批资源枯竭型城市获得批准，
成为江苏省唯一一个被列入的区县，
被列入国家资源枯竭型城市后，将在
今后连续 5年内，在资金、重大项目
建设、扶持政策等方面获得国家支
持。贾汪国土资源局一班人正欲再借
“资源库枯竭型城市”政策的东风，以
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为首任，以饱满的
工作热情、严谨的工作态度，积极探
索采煤塌陷生态修复和环境治理新
思路，为百年煤城变成山水城市、绿
色家园再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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